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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业将迎来新政助推
7 月 10 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
《养老服务业将迎新一轮新政助推》的报
道。
文章称，
2018 年是全面放开养老服务
市场关键年。
《经济参考报》记者统计发
现，
截至目前，
已有 29 省市相继提出开放
养老服务市场，其中 26 省市明确提出向
外资开放，养老服务业巨大市场即将开
启。
记者还获悉，为了更好应对加速到
来的老龄化社会，挖潜经济新动能，有
关部门正密集展开专题调研和研讨会，
养老服务业或迎来新一轮新政助推。包
括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鼓励民间资本
加快进入养老市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公办养老机构改革等。此外，还将完善
财政支持政策，拓宽投融资渠道，将养
老服务相关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等相协调，着力解决养老服务
业面临的融资难、用地难、发展难问题。

美国
居家养老模式
居家养老是居家与社会服务相结
合的养老方式，即老人住在家中，由
社会来提供养老服务的一种养老方
式。居家养老能够充分整合利用家
庭、社区资源，使养老成本大大降
低。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专业服
务也能使老人的生活质量得到较好保
证，确保实现“安养、乐活、善终”
的老年生活目标。
美国的居家养老服务依托医院和专
业护理服务机构网络，提供陪伴和做家
务、个人护理、健康引导和专业护士服
务等居家养老服务，主旨是让老年人享
受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在家中生活得更
安全、更舒适、享有自尊和保持独立。
包括生活自理型服务、生活协助型服
务、特殊护理服务、持续护理服务等。
而适合哪种服务，则根据老人的相关日
常生活活动指标而定。

国外

养老模式一览

29 省市相继提出开放养老服务市场
2016 年 12 月，国办印发 《关于全面
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
若干意见》。此后，地方陆续提出放开养
老服务市场。继民政部将“全面放开养
老服务市场”列为 2018 年重点工作任务
之一后，养老服务市场放开步伐不断加
快。截至目前，已有 29 省市相继提出开
放养老服务市场，26 省市明确提出向外
资开放。
在业内人士看来，养老服务市场加速
开放，一是为了应对加速到来的老龄化社

会，二是为了促进国内养老服务质量提
升。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的 《2017 年中国
居民消费发展报告》 显示，2017 年 60 岁
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 2.4 亿，占总人口比
例达到 17.3%。到 2020 年，全国 60 岁以上
老年人口将增加到 2.55 亿左右，占总人口
比重提升到 17.8%左右。预计到本世纪中
叶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
将达到 4.8 亿左右。
庞大的老年消费群体，意味着养

老服务需求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呈现
刚性增长。然而，我国养老服务市场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却很突出。“一
是养老服务存在明显的资源结构不平
衡问题。二是服务供给结构与社会期
望和需求结构之间存在明显不适应，
部分高质量机构‘一床难求’的同
时，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率’保持较
高水平。”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
究 员 关 博 在 接 受 《经 济 参 考 报》 记 者
采访时说。

一揽子鼓励新政蓄势待发
《经济参考报》 记者从多部委获悉，
为了助推养老服务市场快速发展，一揽子
鼓励新政蓄势待发。
在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方面，将进
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鼓励民间资本进
入养老市场，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
务。加快公办养老机构改革，鼓励社会力
量通过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
租赁等方式，参与公办养老机构改革。
在配套政策保障方面，将使养老服务
相关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城镇化规划、区域规划等相衔接；着
力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拓宽投融资渠道，
鼓励社会资本采取建立基金、发行企业债

英国
社区养老模式
券等方式筹集资金，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
对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多样化信贷支持。
“为解决用地问题，还可能建立养
老服务设施土地资源公开化体系，出
台支持整合改造闲置资源发展养老服
务的实施细则，为解决资金问题，可
能设立养老服务业专项引导资金及实
施细则，创新金融手段采取房地产证
券化的方式减轻融资压力。”一位权威
人士表示。
PPP 模式仍被看好。记者从知情人士
处获悉，民政部 7 月 6 日召开了运用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
研讨会。未来仍将借助 PPP 鼓励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PPP 模式能够降
低养老服务发展融资和运营成本，提高闲
置场地使用率，进而解决用地难问题。”
关博说。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
究员张盈华对 《经济参考报》 记者表示，
以 PPP 模式发展养老服务业，关键是处理
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当前养老服
务业刚刚起步，盈利模式不清晰的情况
下，为了激活市场活力、吸引社会资本进
入，政府应当以“筑巢引凤”的姿态，提
供硬件保障、政策支持和系列公共服务，
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严格规范市场
行为，做好监督。

第六大“社保
社保”
”亟须加快向全国推广
不少专家还表示，推动社保“第六
险”长期护理险加快在全国扩围将成为发
展壮大养老服务业另一个重要政策发力
点。
7 月 6 日 ， 国 家 卫 健 委 等 11 个 部 门
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护理服务业改革与
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也是国家层面对
护理服务业所作的首个顶层设计。《指
导意见》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支持商
业保险机构开发长期护理商业保险，以
及与老年护理服务相关的商业健康保险
产品。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在青岛、上海
等 15 个试点城市和北京、河北等多个省
市的非试点区域展开，覆盖人群大约为
4800 万。截至 2017 年底，超过 7.5 万人享
受到保障待遇，赔付护理保险金大约 5.7
亿元，基金支付比例超过了 70%。“在有
效减轻失能人员及其家庭经济负担的同
时，带动了试点地区相关产业投资约 70
亿元，直接拉动就业 4 万多人次，有力促

进了护理服务业市场的发展。”和君咨询
业务合伙人、和君健康养老研究中心副主
任曹卓君说。
“长期护理保险解决了养老机构购买
资金难题，引导居家社区护理服务力量加
快培育形成。提高了医疗与养老服务的结
合效率，解决了医疗机构长期压床问题和
部分基层机构‘吃不饱’问题。”在关博
看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向全国范围扩大
已是大势所趋，下一步应加快形成可推广
复制的基本政策框架。
张盈华对记者表示，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 2 年试点期已到，随着国家医保局各项
工作步入正轨，下一步就要对试点效果进
行科学评估。
不过，全面推广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也存在多个难点。张盈华认为，从
总体上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面推
开尚缺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还没有统
一的失能鉴定和等级评定标准，二是
各地试点方案差异大，还未达成最终

的共识。试点评估工作首先就要解决
上述两个问题。
在曹卓君看来，长期护理险的推广
与实施，首先将作用于医养结合类服
务。既可减轻目前医疗机构以及医保的
压力，也能加强老年人对非医疗护理服
务的消费能力与支付能力，促进产业发
展。但是，我国尚未大面积实施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因此医养结合的支付，包
括如何对接医保在实操过程中也会出现
一定困难。
筹资、责任界定等也是建立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面临的突出问题。曹卓君表示，
仅依靠社保基金划转很难支撑，广泛推行
必须建立在长期照护类的商业保险基础
上，同时需要更为合理的筹资机制和符合
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机制，确保基金长期收
支平衡。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 （记者班娟
娟）

社区养老模式是依托社区，组织
官方或民间以及大量志愿者，为生活
在社区内的受照顾者提供服务。从老
年人角度看，社区养老可以使自己在
家中接受服务；从政府角度看，可以
提高效率，不需要很复杂的机构和设
施，所需投资少，促使服务资源配置
更合理，提高服务质量。
英国的社区照顾主要有“社区内
照顾”和“由社区照顾”两种方式。
“社区内照顾”是指由政府直接干预并
有制度和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养老照
顾；“由社区照顾”是指通过血缘关系
或道德维系的没有政府直接参与的非
规范性养老照顾。社区照顾有较多的
服务措施，主要是通过家居服务、家
庭照顾、老年公寓、托老所、老年社
区活动中心等服务项目实现。

日本
机构养老模式
机构养老模式是指依靠国家资
助、亲人资助或老年人自助的方式，
将老人集中在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综合
性服务的机构 （养老机构） 的养老模
式。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文化程
度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
会接受由养老护理机构照顾。
在日本，养老机构根据不同的功
能和服务对象大体上分为三种：一是
老人特别养护之家，主要收养生活不
能自理、家庭无力看护且需要长期护
理的老人；二是老人养护之家，为那
些 65 岁以上的贫困老人和没有住房、
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服务；三是
低费老人服务院，原则上接纳 60 岁以
上的低收入夫妇，也包括由于无子
女、经济以及家庭住房困难等原因不
能居家养老者。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